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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幕后的杨乐，这次参加电视节目，他身边
的朋友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也向记者坦言，这次是被
崔健“害”了。“因为我原来想好了再也不介入电视台
这些事，写歌不是给别人写的，是写给自己的。如果
哪天朋友乐意，玩玩就够了。崔健非要我来，谈到的
责任，我真不知道我负不负得起啊。”

节目播出后，杨乐透露自己在机场经常被人认
出来，可这恰好是他所害怕的，“太害怕了。这日子怎
么过呀，真的，你说走在街上谁都认识你，这事多难
受啊。我就跟崔建说，这事以后怎么弄啊。”杨乐沉浸
在音乐里，对自己的生活水平要求并不高，他几乎是
与外界隔绝的，不用微信也没有QQ，只有一个电话
可以联系到他。“我是北京人，住在北京郊区，又便宜
又安静，环境挺好的。你觉得我对生活要求会高吗？
我跟你说，炸酱面、二锅头，就特好。”

现在杨乐是红了，问他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他
反问记者：“什么意思，所有人都知道，挣很多钱就
红了。首先我不想那样，红了生活就不安静了，还会
做音乐，但不会那么自在，也许有一天会适应，我不
知道，也许会不适应。”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为通过广泛交流研讨进一
步促进开展舞台艺术创作工作，
首届四川艺术节特别推出了戏
剧名家讲座暨2015四川戏剧编
剧培训班活动。日前，首届四川
艺术节·戏剧名家讲座在成都开
讲。中国戏曲研究专家、四川大
学教授李祥林，以及原文化部政
策法规司司长、戏曲评论家康式
昭分别为省内各位编剧及戏曲
爱好者“开讲”。

四川大学教授李祥林做了主
题为《首届四川艺术节展演剧目观
感》的精彩讲座。李教授表示，作为
一位戏剧研究者，首届四川艺术节
展演的戏剧小品很多都看了，尤其
是达州54个小戏小品看了很愉快。
当谈到本次艺术节剧目的观感时，
他用题材多样、视角新颖、思维活
跃、手法灵活共16个字总结评价。
李教授的讲座以“潜在读者”为话
题开讲，他说，做文学要考虑潜在

读者，做创作要考虑潜在观众，做
讲座要考虑潜在听众。一席话，将
大家轻松带入本次讲座话题。分享
中，他以小品《我眼中的我》为例进
行说明。他说，该剧无传统的起承
转合戏剧形态和结构，而是用生活
的片段，结合西方意识流的表现形
式表达主题，这个作品很难被一般
欣赏习惯的观众接受。他希望，面
对这样的作品，以后无论评委还是
观众都要多一些眼光和反思，要从
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中走出来。

而笑称自己是“80后”的康式
昭老先生与现场听众分享了《戏
剧艺术的春天》。康老一开讲，就
高度评价了本次四川艺术节。他
说本届艺术节真正体现了艺术的
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本
届艺术节除了展演，还有许多配
套活动，可谓是“大气魄，大收
益”，同时也有许多亮点和创新。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最近有档音乐节目叫《中
国之星》，58岁一头白发的杨
乐一亮相就快速走红。舞台
上，崔健、林忆莲为他泪流满
面；朋友圈，郑钧、老狼、姚晨、
李玉、袁弘等纷纷为他点赞。
那杨乐到底是什么来头？昨日
下午，杨乐接受了成都商报记
者的采访。杨乐透露，红了之
后，自己在机场会被人认出
来，“很困扰，到什么地方都有
人跟你拍照，肯定不舒服，不
做又不礼貌。”

杨乐其实在音乐圈中早已
闻名，只不过不是作为歌手，而
是口琴大师、长笛演奏家。杨乐
曾出过一张布鲁斯口琴独奏专
辑，还为许多知名的歌曲吹奏
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校园民谣

《同桌的你》前奏口琴段落就是
杨乐吹奏的。他作曲的《怕黑的
女人》也曾由田震唱响……

杨乐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北京学习
长笛，之后进入北京交响乐团，
并迅速坐稳了首席长笛的位置。
后来崔健也考入了北京交响乐
团，是团里的第三小号。杨乐与

崔健成了团友，两人因为对流行
乐的喜好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
他们组成了“七合板乐队”，这成
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其
中崔健负责弹吉他，杨乐吹长笛
兼和声。“七合板”成立之后发行
了一张专辑，也在工体、首体等
大型场馆演出过，在当时造成了
很大的轰动。

然而随着乐团内部对乐队活
动的限制，以及崔健个人的迅速
发展，“七合板”没多久就散了。后
来杨乐去法国留学，钻研布鲁斯
口琴，学成归来后成为中国口琴
第一人。

曾与崔健组乐队 口琴前奏《同桌的你》

他的过去

生活不安静了，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

首届四川艺术节·戏剧名家讲座成都开讲

前晚，由德阳市选送的
原创综艺晚会《丝路德阳》
登上了首届四川艺术节·

“四川文华奖”舞台剧目展
演的舞台。记者在现场看
到，本次晚会，是将舞蹈、戏
曲、杂技、声乐等多种艺术
形式融为一体的原创综艺
晚会，以“缤纷德阳”为主
线，共分四个篇章，向观众
完美展示了德阳市丰富的

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和德阳社会幸福祥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原创剧目深深
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表现川西“德孝文化”的舞蹈剧目

《鸡公车圆又圆》，以四川三宝“绵竹年画”为主题创编
的《炫年画》，以及反映德阳人文精神的舞蹈《奋进》，向
观众演绎了德阳地区独特的民俗民风，博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在“丝路古韵”中，晚会以“沉睡数千年、醒惊
天下人”的三星堆元素为主线，融入羌汉文化元素、古
巴人元素，展示出德阳“古蜀之源 神韵无限”的历史
文化底蕴。 丁鸣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报道

德阳市原创综艺晚会《丝路德阳》
演绎三星堆古蜀文明

诗 婢 家
2015秋季艺
术品拍卖会预
展今日开幕，
28日下午1点
开槌，陈子庄、
彭先诚、张士
莹、郭汝愚、邱
笑秋、秦天柱、
陈滞冬等中国
书画精品诚意
奉献，周春芽、
罗中立、岳敏
君、庞茂琨等
当代名家作品
齐上阵。

陈子庄《牡丹》领衔
诗婢家资料有奖征集

诗婢家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2015年11月25日至11月27日在琴台路
7号诗婢家美术馆预展，11月28日下
午1点在香格里拉锦官城厅开槌。本
次拍卖将推出中国书画300幅，油画
45幅，还有部分水墨、色粉、版画和雕
塑作品同场竞技。其中，在中国书画
部分，拍卖延续了《清格》文人书法专
题，继上半年春季拍卖《清格》文人书
法专题取得圆满成交后，在本次拍卖
中诗婢家继续梳理这一课题，精选了
部分文人书法作品，比如赵熙先生书
米 芾《戏 成 呈 司 谏 台 坐 诗 帖》四 条
屏、刘孟伉先生书《浪淘沙·北戴河》
以及颜楷、黄稚荃等诸家书法。而国
画当代部分真品荟萃，汇集川派名家
精品。所有作品具有来源清晰，承传
有序的特点，原藏家几乎得自画家本
人 。比 如 ：本 次 拍 卖 彭 先 诚 先 生 于
（乙酉）2005年，参考丙子（1996年）的
旧稿创作的柳荫《牧马图》。张士莹
先生于2006年创作的《三羊开泰》，画
中两只羊，无论布白或色彩或造型能
力，都是同时期的精品。另画家郭汝
愚、邱笑秋、秦天柱、陈滞冬等作品也
颇为精彩。

罕见拍品实为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书画部分，
尤其罕见的拍品是：诸友次韵奉和《谢
无量丙申饯席》之作，文稿四十九通。
其历史背景为1956年1月作为特邀代
表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
会议，会后即从四川调往北京。离川赴
京之际，谢无量怀挂碍之情，即作《饯
席留别成都诸友》：“杯酒从容惬素襟，
还乡不觉二毛侵。余生尚有观周日，远
别难为去鲁心。邛杖一枝扶蹇步，秋光
千里送微吟。山川草木怀新意，他日重
逢感倍深。”此心感怀，诸友（刘孟伉、
刘东父、易均室、吕洪年等）亦纷纷奉
和。诗稿尺牍素来为文人学者所钟爱，
集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拍场偶可得
见，37人四十九通，如此规模者，从未
发表。纵观此信札尺牍，诸公诗文唱
和，鱼雁往来一时之盛。是私人手中已
知最全面记录此次饯席奉和之作，实
为可贵。

陈子庄《牡丹》领衔本次拍卖

拍卖图录封面作品为四尺整纸陈
子庄《牡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
十年代初创作的。释文言：“世之言牡丹
者皆知洛阳、曹州而不知有吾蜀”。“吾
蜀牡丹”是指彭州丹景山牡丹，南宋诗
人陆游曾任蜀州通判，寓居蜀地多年，
在离川之前，写下《天彭牡丹谱》，以“花
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章，详述了
彭州牡丹的品种和赏花风俗，赋予彭州
牡丹与洛阳牡丹同行的地位。其在文章
中写道：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置牡
丹，有京洛之遗风。在归隐老家后写下

《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常记天彭送牡
丹，祥云径尺照金盘。岂知身老农桑野，
一朵妖红梦里看。后世，因蜀地封闭，彭
州牡丹逐渐在历史中没落，故陈子庄先
生发“草木之命亦穷塞有时”之叹，实则
也是一种自喻和思考，如《庄子山木》篇：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
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据
悉，作为艺术品拍卖的龙头之一——中
国嘉德，在今年秋拍私人珍藏部分，也
特别推出了陈子庄的部分作品，此次通
过区域性市场和全国市场的结合，能让
藏家更系统真实地了解陈子庄作品的
市场价格。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第100号拍品
诸友次韵奉和《谢无量丙申饯席》之作
信笺、文稿 一通一页（四十九通）
估价：50000-80000元

▲第149号拍品 陈子庄《牡丹》
138×68cm 约8.45平尺
估价：1200000-1600000元

第223号拍品彭先诚《牧马图》
54×99cm 约4.81平尺 估价：120000-180000元
备注：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诗婢家资料有奖征集

今年正值诗婢家创立95周年，为了系统梳
理诗婢家发展历程，主办方特编写《诗婢家志》，
为了使资料更加完善、准确，诗婢家方面现面向
社会征集与诗婢家相关的图片及文字资料，一
经采用，必将酬谢。

征集热线：86112303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琴台路7号

庞茂琨《花季未了之十三》
130×100cm 布面油画

▲

“丝路德阳”晚会剧照

杨乐说自己火了都是崔健“害”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婢家

他的烦恼

杨 乐 ，你 为 何 走 红 时 头 发 都 白 了 ？

陈安建《茶馆》

“我简直没想
到来了这么多藏家
和艺术家，真是难
得的一次聚会。”上
周日下午，著名艺
术家吴绪经捧场
2015成都商报青年
艺术家扶持计划

“涩·知&平沙落雁”
赵文静、吴越的双
个展现场。就在前
一天，著名艺术家
何多苓的爱徒熊璇
和著名艺术家郭汝
愚的徒弟董津金的
双个展“闲坐庭前，
静 看 花 落 &Girl
Tree”已创造了销
售纪录：董津金的
作品只开展一天，
近30幅作品就已基
本售罄！熊璇的作
品则更被圈内人士
青睐。在赵文静、吴
越的双个展上，吴
越的作品也是颇受
市场好评，他说，

“我今年40岁了，人
生中首次个展，效
果这么好，实属不
易。”成都商报记
者 谢礼恒

2015成都商报青
年艺术家扶持计划

青年艺术家
开个展
创造销售纪录


